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實施要點」 

登山時間：100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六】上午八時三十分 

報到地點：大板根森林園區大廳（新北市三峽區插角里 80 號） 

程序表：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活動內容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08:30~09:00 集合、領取毛巾、帽子、礦泉水 薰風大廳薰風大廳薰風大廳薰風大廳（早餐各社自理） 

09:00~11:30 

1.森林浴（免費） 

2.泡湯（（（（自費自費自費自費 250 元元元元，，，，自備泳衣自備泳衣自備泳衣自備泳衣
及泳帽入場及泳帽入場及泳帽入場及泳帽入場）））） 

 

11:30~13:50 
1.用餐 

2.摸彩活動  

請全體社友，寶眷共同參
加 

14:00 散會 全體社友寶眷 

四、交  通：  

開車：（1）北二高南下三峽交流道出口，北上三鶯交流道出口，沿復興路至 

          中正路右轉依路標行駛。 

 （2）至大埔依左前方台七乙線行駛，約十五分鐘即可達本渡假村。 

停車：（1）大板根專用停車場。 

 （2）插角國小（三峽區插角里插角路 39 號）。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五屆十一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11 月 10 日 
主席：楊大中 社長 
紀錄：張茂蓮 秘書 
出席理事：楊大中 張茂蓮 陳啟洲 陳水生 許松祥 江顯皎 彭國忠 廖志孟  
          李富湧 阮建茂 蔡清泉 蔡木春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十五屆十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本社是否參與扶輪跨地區百年植樹活動，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為提倡環境保護意識，以達到維護環境品質及提供民 
        眾優質生活環境的目的，特舉辦植樹活動，種植樹苗依場地特性不同選 
        擇適當樹種，經協請蘭陽種苗園預估種植及養護經費約計新台幣 80 萬元 
        整，懇請各社配合共襄盛舉，每社贊助新台幣 1 萬元。 
        栽植典禮日期：101 年元月 7 日(星期六)上午 10:00 註冊聯誼 10:30 活動

開始。地點: 蘭陽博物館烏石港區段徵收區。 
決  議：照案通過，本社將贊助經費 1 萬元並派員參加植栽典禮。 
第三案：本社將於 2012-2013 年度推薦擔任 3490 地區副秘書人選一名，提請理事 
        們討論。 
決  議：本次討論人選尚未確定，請社長溝通協調適當人選後下次再議。 
第四案：來賓恆生冷氣行 林昭榮先生已參與本社活動連續達 4 次以上,並提出申 
        請加入本社,提請理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並於 11 月 17 日例會時佩章，上列新社友入社案，如社友有 
        持反對意見時請以書面提出異議理由，再送交理事會討論，若 11 月 16 
        日前未接獲書面通知則將視為全體社友無異議通過新社友入社案。 
第五案：本社將於 12 月 31 日(星期六)舉辦 2011-2012 跨年晚會，請理事討論當 
        日活動節目與主持人員及其他相關事項。 
決  議：節目與活動主持由聯誼主委 彭國忠負責安排，本活動當週 12 月 29 日(星 
        期四)本社第 769 次例會舉行。 
第六案：2011-2012 年度國際扶輪世界年會將於五月份於泰國曼谷舉行，目前 3490 
       地區有三個單位規劃行程方案，本社參加人員是否統一規劃參加同一個行 
       程，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請欲參加世界年會之社友們於 11 月 20 日前先註冊年會，參加旅行團行 
       程後議。 
第七案：二四七分區聯合登山活動日期訂於 11 月 26日(星期六)上午八時三十分 
       假大板根森林遊樂區舉行，本活動是否合併 11 月 24 日(星期四)第 764 次 
       中午例會舉行，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二、 臨時動議：無 

 



 

 
 
  例會事項報告      11 月 10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44 名        

   出席人數:…………36 名                 

    出國人數:………… 5 名                  

    免計出席人數:…… 0 名                  

補出席人數:……… 0 名         

缺席人數:………… 3 名                     

    出 席 率:…………93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CNC、Jeff、Manpower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BM、LED、Steve、Archi、Wood                                

三、免計出席人數                                      

無                                                                                    
四、補出席社友                                

Scuba、Wine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王斯靖 先生          本社 

     林昭榮 先生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第 15 卷第 18 期   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17 日出刊 

                                                                                    第第第第 777766662222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整,由 Valve 社長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Importer 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蒞臨貴賓：新瑞設計 王斯靖先生、隆生冷氣工程行 林昭榮先 
   生與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秘書 Accountant、社友 Land、Chiang Ji、Civil、C.P.Yico 夫人
張佳美小姐、Land 社友夫人何淑卿小姐、Spring 社友夫人褚阿杏小姐，祝福您
們生日快樂！ 

2. 本週結婚週年：無 
� 秘書報告由 Accountant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P.P.Blower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

$17,600 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Valve 3,000 2. C.P.Yico 2,000 
3. P.P.Case 2,000 4. P.P. Thermo 3,600 
5. 祕書 Accountant 2,000 6. 社長提名人 Paul 1,000 
7. 社友 Chiang Ji 1,000 8. 社友 Land 1,000 
9. 社友 Spring 1,000 10. 社友 Bearing 1,000 
11. 社友 Civil 1,000    

小計：17,600 元 

承上期：220,800 元 

歡歡歡歡        迎迎迎迎        新新新新        血血血血        輪輪輪輪        加加加加        入入入入    

 

 

姓名：林昭榮 現職：隆生冷氣工程行負責人 

社名：Aircon 地址：土城區明德路一段 285 號 2 樓 

生日：58.05.08 電話：22743236 

夫人姓名：徐文香 結婚日期：85.12.10 

 

介紹人：楊大中 職業分類：空調、音響業 

姓名：黃崑測 現職：企堡貿易有限公司負責人 

社名：Absorber 地址：板橋區長安街 261 巷 45 號 6 樓 

生日：40.04.29 電話：22224459 

夫人姓名：吳月娥 結婚日期：68.10.11 

 

介紹人：阮建茂 彭國忠 職業分類：汽車避震器進口業 

本週節目 
講師：陳文吉 社友 
講題：職業分享~ 
      從日常生活認識建築法 
講師簡介： 
現任：陳文吉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學經歷： 
※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研究所畢業 
※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台北縣辦事處副

主任 
※ 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常務監事 
※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監事 
※ 新北市中小學家長協會理事 
※ 新北市政府公寓大廈爭議委員會委

員 

社區服務~捐贈耕心蓮苑教育基
金會暨參觀活動 

日期：11 月 17 日(星期四) PM 3:00 
地點：耕心蓮苑教育基金會 
     (新北市三重區萬全街 15 號) 

下週節目~247 分區聯合登山 
日期：11 月 26 日(星期六) 

※詳細內容請見社刊內頁※ 
社內活動~寶眷聯誼餐會 

日期：11 月 27 日(星期日) AM11:30 
地點：台北喜來登飯店一樓~十二廚餐 
     廳(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12 號) 
◎社長夫人郭淑珍敬邀各位社友夫人 
  們撥冗參加！ 

地區活動~愛的輪轉~懷念老歌
慈善演唱會 

日期：12 月 23 日(星期五) PM6:00 
地點:新北市政府 3F 多功能集會堂 
門票：500 元、1,000 元 

※※※※請社友們請社友們請社友們請社友們發揮愛心發揮愛心發揮愛心發揮愛心踴躍認購踴躍認購踴躍認購踴躍認購※※※※    

        恭恭恭恭        禧禧禧禧        您！！您！！您！！您！！    

P.P.Thermo 喜獲金孫健康滿月。 

祝福您 生日快樂~ 

LED 社友(52.11.20) 

P.P.Ball夫人鄭月娥小姐 

(44.11.17) 

                                                                                              社長：楊大中 Valve  秘書：張茂蓮 Accountant  糾察主委：陳啟洲 Blower  社刊主委：劉昭利 LED 


